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983121.7

(22)申请日 2019.11.15

(73)专利权人 张家港市九鸿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15600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

镇乘航河东路44号张家港市九鸿印染

机械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包海斌　钱叶南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531

代理人 李宏伟

(51)Int.Cl.

B65H 19/30(2006.01)

B65H 19/26(2006.01)

B65H 26/00(2006.01)

B65H 23/2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的超纤厚革自

动裁切换卷设备，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水平运

动以裁断革料的切刀机构；机架旁设有收料架，

收料架上转动设有上下翻转的卷轴座以及驱动

卷轴座翻转电机，卷轴座上并列地可拆卸设有两

根收卷辊，翻转电机驱动卷轴座使两个收卷辊轮

流位于革料绕附工位和收卷工位，卷轴座上设有

两个分别驱动两根收卷辊转动的动力装置；机架

上铰接有将革料压紧以缠绕在收卷辊上的绕卷

部件，绕卷部件包括一对铰接在机架上的绕卷

架，绕卷架前段为与收卷辊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

部，两个绕卷架的圆弧形部端部间架设有缠绕压

辊，机架上设有驱动绕卷部件转动的压料气缸，

机架上在绕卷部件上方设有压紧革料的过渡压

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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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水平运动以裁断革料的切刀机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旁设有收料架，收料架上转动设有上下翻转的卷轴座以及驱动卷

轴座翻转电机，卷轴座上并列地可拆卸设有两根收卷辊，翻转电机驱动卷轴座使两个收卷

辊轮流位于革料绕附工位和收卷工位，卷轴座上设有两个分别驱动两根收卷辊转动的动力

装置；机架上铰接有将革料压紧以缠绕在收卷辊上的绕卷部件，绕卷部件包括一对铰接在

机架上的绕卷架，绕卷架前段为与收卷辊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部，两个绕卷架的圆弧形部

端部间架设有缠绕压辊，机架上设有驱动绕卷部件转动的压料气缸，机架上在绕卷部件上

方设有压紧革料的过渡压料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绕卷架端部铰接

有与收卷辊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延长臂，所述绕卷架上设有驱动延长臂的副压料气缸，两

个延长臂端部间架设有辅助压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设有靠革

料绕附工位收卷辊上革料碰触触发以控制翻转电机动作的检测装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压料装置包

括设置在机架上的引导革料绕过的下压辊、上下运动的上压辊以及驱动上压辊运动的过渡

气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机构包括设

置在机架上往复运动的活动座以及驱动活动座的往复动力机构，所述活动座上设有切刀电

机，切刀电机的出力轴上设有切割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动力机构包

括设置在机架上的驱动活动座的双头气缸，双头气缸的两个出力轴与链条相连接，所述活

动座连接在链条上。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在活动座

左右运动的极限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与活动座相配合以控制往复动力机构及压料气缸工

作状态的限位开关。

8.如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

上设有检测收卷辊是否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感应探头。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旁远离收料

架的一侧设有储料架，储料架上活动设有上下运动的上滑座和下滑座，储料架上设有分别

驱动上滑座及下滑座的两个储料气缸，储料架中部设有两个分别检测上、下滑动座的限位

开关，上、下滑动座上分别设有相配合的限位触发块，上、下滑动座上分别并列设有若干储

料辊，革料呈蛇形依次绕过上、下滑动座上各个储料辊。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架的进料

侧设有导向辊；卷轴座上在两个收卷辊设置平面的两侧分别设有至少一个水平的导向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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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革料生产过程中需要将其卷绕在芯筒上，以备储运或下道工序加工。单个收卷工

位收料，在裁切和换卷操作时，耗时较长，效率低下。

[0003] 且裁切换卷过程中，上游设备生产的物料无处储存，只能将上游自动生产线暂停

以配合换卷操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加工效率高的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

卷设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

设备，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水平运动以裁断革料的切刀机构；机架旁设有收料架，收料架

上转动设有上下翻转的卷轴座以及驱动卷轴座翻转电机，卷轴座上并列地可拆卸设有两根

收卷辊，翻转电机驱动卷轴座使两个收卷辊轮流位于革料绕附工位和收卷工位，卷轴座上

设有两个分别驱动两根收卷辊转动的动力装置；机架上铰接有将革料压紧以缠绕在收卷辊

上的绕卷部件，绕卷部件包括一对铰接在机架上的绕卷架，绕卷架前段为与收卷辊表面相

配合的圆弧形部，两个绕卷架的圆弧形部端部间架设有缠绕压辊，机架上设有驱动绕卷部

件转动的压料气缸，机架上在绕卷部件上方设有压紧革料的过渡压料装置。

[0006]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绕卷架端部铰接有与收卷辊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延长

臂，所述绕卷架上设有驱动延长臂的副压料气缸，两个延长臂端部间架设有辅助压辊。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机架上设有靠革料绕附工位收卷辊上革料碰触触发以

控制翻转电机动作的检测装置。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过渡压料装置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引导革料绕过的下压

辊、上下运动的上压辊以及驱动上压辊运动的过渡气缸。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切刀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往复运动的活动座以及驱

动活动座的往复动力机构，所述活动座上设有切刀电机，切刀电机的出力轴上设有切割锯。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往复动力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驱动活动座的双头

气缸，双头气缸的两个出力轴与链条相连接，所述活动座连接在链条上。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机架两侧分别设有与活动座相配合的用于控制切刀电

机停止工作的触发器。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机架上在活动座左右运动的极限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

与活动座相配合以控制往复动力机构及压料气缸工作状态的限位开关。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机架上设有检测收卷辊是否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感应

探头。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393230 U

3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无需前部生产线停产配合的

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

[001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所述机架旁远离收料架

的一侧设有储料架，储料架上活动设有上下运动的上滑座和下滑座，储料架上设有分别驱

动上滑座及下滑座的两个储料气缸，储料架中部设有两个分别检测上、下滑动座的限位开

关，上、下滑动座上分别设有相配合的限位触发块，上、下滑动座上分别并列设有若干储料

辊，革料呈蛇形依次绕过上、下滑动座上各个储料辊。

[0016]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储料架的进料侧设有导向辊；卷轴座上在两个收卷辊

设置平面的两侧分别设有至少一个水平的导向辊。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设备采用自动裁切的切刀机构，裁切快速，且通过设置两个收卷辊，在其中一个

进行卷料移出时，另一个可直接进行革料卷绕，使得收卷停顿时间极大地缩小，大大提高了

换卷效率。

[0019] 由于绕卷部件端部铰接有与收卷辊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延长臂，所述绕卷部件上

设有驱动延长臂的副压料气缸，使得压料面积更大，可以更好地完成卷料前的压料操作。

[0020] 由于机架上设有靠革料绕附工位收卷辊上革料碰触触发以控制翻转电机动作的

检测装置，卷完的革料收走后需要将两个收卷辊的位置进行切换，如果采用人工切换操作，

该检测装置可以在工人忘操作时，发送控制信号以完成将两个收卷辊的位置进行切换的操

作。

[0021] 由于机架上在活动座左右运动的极限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与活动座相配合以控

制往复动力机构及压料气缸工作状态的限位开关，在革料切割前，可以根据信号判断活动

座位置，以控制往复动力机构作相应的运动，在革料切割完成后，可以发送信号控制压料气

缸动作。

[0022] 由于机架上设有检测收卷辊是否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感应探头，可以保证绕卷等

操作的准确性。

[0023] 由于储料架上设有上、下滑动座，上、下滑动座上分别并列设有若干储料辊，革料

呈蛇形依次绕过上、下滑动座上各个储料辊，在切料的时候，上、下滑动座相背运动，可使上

游生产线上的革料暂存其上，以解决革料缠绕时出现的堆料情形。

[0024] 由于储料架中部设有两个分别检测上、下滑动座的限位开关，上、下滑动座上分别

设有相配合的限位触发块，可确认上、下滑动座是否复位。

[0025] 由于卷轴座上在两个收卷辊设置平面的两侧分别设有至少一个水平的导向辊，能

在卷轴座翻转时对革料起到导向限位的作用，使得翻转更为顺畅，同时在收卷时起到导向

作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机架等部分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机架上局部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至图3中：1.机架，2.切刀机构；201 .活动座，202 .双头气缸，203 .切刀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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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切割锯，205.链条；3.收料架，4.卷轴座，5.翻转电机，6.收卷辊，7.动力装置；8.绕卷部

件，81.绕卷架，82.缠绕压辊，9.压料气缸，10.延长臂，11.副压料气缸，12.辅助压辊；13.过

渡压料装置，131.下压辊、132.上压辊，133.过渡气缸，14.限位开关，15.感应探头；16.储料

架，17.上滑座，18.下滑座，19.储料气缸，20限位开关，21.限位触发块，22.储料辊，23.导向

辊，24.导向辊，25.检测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案。

[0031] 如图1-3所示，超纤厚革自动裁切换卷设备，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有水平运动以

裁断革料的切刀机构2；切刀机构2包括设置在机架1上往复运动的活动座201以及驱动活动

座201的往复动力机构，所述活动座201上设有切刀电机203，切刀电机203的出力轴上设有

切割锯204。往复动力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1上的驱动活动座201的双头气缸202，双头气缸

202的两个出力轴与链条205相连接，所述活动座201连接在链条205上。

[0032] 机架1旁设有收料架3，收料架3上转动设有上下翻转的卷轴座4以及驱动卷轴座4

翻转电机5，卷轴座4上并列地可拆卸设有两根收卷辊6，翻转电机5驱动卷轴座4使两个收卷

辊6轮流位于革料绕附工位和收卷工位，卷轴座4上设有两个分别驱动两根收卷辊6转动的

动力装置7；所述机架1上设有检测收卷辊6是否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感应探头15。卷轴座4

上在两个收卷辊6设置平面的两侧分别设有两个水平的导向辊23。机架1上设有靠革料绕附

工位收卷辊6上革料碰触触发以控制翻转电机5动作的检测装置25。

[0033] 机架1上铰接有将革料压紧以缠绕在收卷辊6上的绕卷部件8，绕卷部件8包括一对

铰接在机架1上的绕卷架81，绕卷架81前段为与收卷辊6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部，两个绕卷

架81的圆弧形部端部间架设有缠绕压辊82，机架1上设有驱动绕卷部件8转动的压料气缸9；

绕卷架81端部铰接有与收卷辊6表面相配合的圆弧形延长臂10，所述绕卷架81上设有驱动

延长臂10的副压料气缸11，两个延长臂10端部间架设有辅助压辊12。

[0034] 机架1上在绕卷部件8上方设有压紧革料的过渡压料装置13。过渡压料装置13包括

设置在机架1上的引导革料绕过的下压辊131、上下运动的上压辊132以及驱动上压辊132运

动的过渡气缸133。

[0035] 所述机架1上在活动座201左右运动的极限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与活动座201相配

合以控制往复动力机构及压料气缸9工作状态的限位开关14。

[0036] 机架1旁远离收料架3的一侧设有储料架16，储料架16上活动设有上下运动的上滑

座17和下滑座18，储料架16上设有分别驱动上滑座17及下滑座18的两个储料气缸19，储料

架16中部设有两个分别检测上、下滑动座的限位开关20，上、下滑动座上分别设有相配合的

限位触发块21，上、下滑动座上分别并列设有若干储料辊22，革料呈蛇形依次绕过上、下滑

动座上各个储料辊22。储料架16的进料侧设有导向辊24。

[0037] 切料换卷流程如下：

[0038] 1.储料架16气缸活塞杆收缩，使得上、下滑座18向中间运动；

[0039] 2.检测确认收料辊位于收卷工位；过渡压料装置13的压料气缸9驱动上压辊132下

移压紧革料，同时位于收卷工位的收卷辊6停止转动收卷工作；

[0040] 3.切刀机构2动作切断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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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4 .压料气缸9及副压料气缸11动作，将革料压紧在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收卷辊6

上；

[0042] 5.过渡压料装置13的压料气缸9驱动上压辊132上移松开革料；

[0043] 6.位于革料绕附工位的收卷辊6转动进行绕卷；

[0044] 7.压料气缸9及副压料气缸11带动绕卷部件8及延长臂10松开；

[0045] 8.位于收卷工位的收卷辊6转动将余料完成转绕；

[0046] 9.将满卷的收卷辊6上革料取下；

[0047] 10.自动检测革料取料完成或仍给定取料完成信号；翻转电机5带动卷轴座4翻转，

将初步缠绕革料的收卷辊6置于收卷工位上；

[0048] 11.收卷工位上收卷辊6加速转动将储料架16上储存的物料清空，使得上滑座17和

下滑座18运动至储料架16中间部分。

[0049] 上述的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创造的原理及其功效，以及部分运用的实施

例，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

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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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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